
攻克新冠病毒带来的

全新科学问题，必须组织

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

队，做好资源协调和科研

保障的协同，这是一项涉

及面广、要求高、难度大的

系统工作。在这个过程

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

优势十分关键，既能拧成

一股绳“有劲”，也能拧紧

发条“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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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备而来。由于过往的创新与积累，

参与研发的每个中国团队都有自己的“金

刚钻”。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琦表示，各

家有各家的高招，都会基于每个实验室先

前所拥有的技术平台和积累，选择好的合

作伙伴加入到疫苗研制的工作中。

“我们选择了 5 条疫苗技术路线，每条

技术路线有 2—3个团队进行研发。”疫苗研

发专班项目专员、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副处长卢姗表示，在应急攻关支持的 5条技

术路线 12 个项目中，每个技术路线都由多

个单位形成合力，从企业到高校、科研院所

再到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中国疾控中心、清华大学、四川大学、

复旦大学等国家顶尖学术机构以及生命科

学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全面投入“战斗”，

开启夜以继日的研发工作。

首批应急攻关项目立项后，经过几天

的筹备和摸底，科研团队需在 1月底、2月初

的内部会议上，“背靠背”地明确给出一个

时间：自己的疫苗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提交

临床试验的申请。

以半年左右的时间研发一种全新的病

毒疫苗，推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绝对算得

上是高速。然而多数团队只给了自己不到

3个月的时间，以 4月底作为最后期限。

关于“疫苗何时会有”的议论仍旧此起

彼伏，但临渊羡鱼、退出战斗从来都不在中

国科研工作者的字典里，他们深知，议论不

会出结果，实干才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由军队抽调组

成的军事医学专家 1 月 26 日前往武汉，全

力进行科研攻关。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便是其

中之一。

“当时来到武汉，做了最坏打算、最充

分方案，并且准备进行最长期奋战。”陈

薇说。

在全球首个埃博拉疫苗的基础上，陈

薇院士团队在抗疫一线持续推进我国自

主研发的新冠病毒腺病毒载体疫苗的研

制工作。

对于前沿疫苗研制技术的掌握大大加

快了疫苗的研发进程。迎战新冠病毒，我

国疫苗研发团队果敢“亮剑”，在严谨充分

的临床前研究基础上，重组新冠疫苗顺利

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评。3月 16日，全球首

个新冠疫苗开启一期临床试验，108 名健康

成年人陆续注射全球首个新冠疫苗。4 月

12日，Ⅱ期临床试验启动，这是当时全球唯

一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药中生团队迅

速创新思路与病毒赛跑。该团队一方面不

断检测不同病毒株是不是优良、是不是高

产，迅速构建毒种库；另一方面并行研究灭

活工艺和条件、后续纯化工艺、配方佐剂、

疫苗剂型等大量工艺参数。

“仅就灭活疫苗在动物体内的安全有

效性评价这一项而言，研究团队就用了将

近 7种动物，包括两种猴子、三种小鼠，还有

家兔、豚鼠等，进行免疫原性和安全性试

验。”杨晓明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只有通过

严格的生产工艺、检测技术、质量控制技

术，才能生产出面向大众使用的安全、有效

的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只算人民健康

账”这一理念催促灭活疫苗的研发在程序

不减、标准不降的情况下提速。所有临床

前的数据都被记录在案，由于研究数据充

分而良好，4 月 12 日，全球首个灭活疫苗获

批开展Ⅰ/Ⅱ期临床试验，这将大大加快它

的上市进度。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疫

苗研发团队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春节，他

们 1 月 28 日正式启动名为“克冠行动”的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项目，1月 30日进驻浙

江疾控中心 P3 实验室进行病毒的分离、培

养和灭活。

在先进的灭活疫苗生产技术平台支撑

下，科兴中维的新冠灭活疫苗在 3月份进行

了动物试验、4 月中旬则进入 I 期临床试

验。科兴控股董事长、总裁兼 CEO 尹卫东

回忆：“I期临床试验前，晚上 10点召开了一

次大专家组审查会，我报告之后专家组提

问了足足 50 分钟，很多问题都是关于疫苗

安全性的。”

专家们最关心的是，试验时间这么短，

有没有降低标准、省略流程？尹卫东说，试

验的流程设计是在保证安全性原则的基

础 上 提 高 效 率 。 试 验 结 果 和 数 据 是“铁

证”，数据是由国际认证的实验室出报告

的，这些报告都遵循国际标准。其实，国内

对疫苗安全性的一些指标比 WHO 的标准

还要高。4月 13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了科兴

中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

床研究。

随后，我国多个灭活疫苗获批进入临

床研究，6 月 2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病毒病所）和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研制的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揭盲。

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免疫

原性。与此同时，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率先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生产车间，量

产后年产能达 1亿剂。

6月 19日，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与苏州艾博共同研究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候选疫苗（ARCoV）正式通过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成为国内

首个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 mRNA疫苗。

随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安

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

的新冠重组蛋白疫苗也获批开展Ⅰ期临床

试验。中国新冠疫苗研发部署的又一条技

术路线走进临床。

“我国进行了疫苗多个技术路线的布

局，是极具前瞻性的，因为不同技术路线的

疫苗有自己的优缺点，在临床使用时有很

强的互补性。”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英博说，在疫病防治中，不同技术路线

疫苗都可以发挥优势。通俗地说，一个人

可能在不同时期打不同的疫苗，或者不同

年龄、身体状况的人打不同的疫苗。

人民健康第一，疫苗研发后的临床应

用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不同的公众有

不同的情况，一旦一种疫苗在一定条件下

不适用，另一种备选疫苗可以做“后手”，

这些在中国新冠疫苗研发的早期就已经

有所考量。

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集中优势 利
刃出击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科研力量必须“集

中优势兵力”，才能对新病毒实施有力打

击、对新问题实施有效突破。

攻克新冠病毒带来的全新科学问题，

必须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做好

资源协调和科研保障的协同，这是一项涉

及面广、要求高、难度大的系统工作。在这

个过程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十分

关键，既能拧成一股绳“有劲”，也能拧紧发

条“加速”。

“在疫苗的研发过程中，科研攻关组进

一步加强科研攻关、组织管理方式的调整，

加强对研发机构的服务，特别是加强研审

联动，加快疫苗研发进程。”吴远彬介绍，疫

苗研发遵循研发的规律性要求，一个步骤

都不少，加强服务和组织将加快进程。

疫苗研发工作总体进展顺利，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我国的体制优势。疫苗研发专

班 能 够 充 分 整 合 各 方 资 源 ，协 调 各 方 优

势。比如，研究机构从医疗机构提供的样

本中分离获取病毒，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

之间很好地合作，科研机构和企业很好地

合作。疫苗研发过程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药

监局、中检院、药审中心严格的鉴定、审定，

相关政府部门的联动合作非常重要。在疫

苗研发工作组织方面，科技部及时给予立

项支持，给予科技资源和资金保障。

疫苗研发链条为什么能够在一个环节

不少的前提下，做到时间上的提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郑忠伟解释，整个研发过程中，参加的机

构，包括研发单位、实验动物单位、药品检

定和药品审评单位等，进行了合理并联：实

验动物机构提前备好了新冠肺炎的动物模

型，第一时间为研发机构提供保障；攻关专

班对研发机构和实验动物机构进行有效对

接；药品检验和审评机构第一时间参与到

研发过程的检验和过程的审批环节。

“国家特别强调要求科研攻关单位不

算经济收益账，只算人民健康账，而且给

予了专项资金的保障，还作出了未来疫苗

储备制度建设的承诺。”郑忠伟说，这是举

国体制在应急状态下科研攻关的一次有

效实践。

“科研院所，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单位最

先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中国医学科学院

实验动物研究所最先拥有动物模型，而中

国生物等疫苗研发企业都拥有完备的疫苗

生产和研发体系。”卢姗解释，在不同的疫

苗研发项目组队过程中，科研攻关组坚持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体系”的指示，促成疫苗产业链条上下游

单位的紧密合作，从资金拨付到试验保障

的协调等方面逐一落实，做到不因组织管

理审批耽误一秒钟。

专班通过组织协调工作，调动各方面

一盘棋，将有限资源用到“刀刃”上。“我们

发布了多个文件，以国家任务的方式加强

统筹管理，协调调动各方资源，将有限资源

优先保障重点科研攻关任务。”卢姗说，例

如，由于疫情期间停止野生动物交易，实验

用猴也成为项目单位限速环节。为此，通

过动物模型专班里林草局等单位的协调，

科研攻关用猴得以保障，其间还要协调航

空运输等单位。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国家药监

局制定了抗新冠肺炎药品特别审评工作方

案，药审中心建立了“研审联动，随研发随

提交，随提交随审评”的审评工作机制，研

发与审评并联，研发结束即审评结束，第一

时间将疫苗推向临床。

按照应急检验的要求，中检院提前介

入疫苗研发，针对紧急情况下突击研发的

新疫苗，与研发单位沟通疫苗质量标准和

检验相关问题的任务。据中检院生物制品

检定所呼吸道病毒疫苗室主任李长贵介

绍，该团队利用技术储备，制备纯化了多个

新冠病毒抗体，并提供给多家灭活疫苗生

产企业建立抗原含量检测方法，为推进疫

苗研发进程、确保疫苗质量奠定了基础。

在疫苗应急审评过程中，药审中心此

前建立的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机制被充分

放大利用。“前后多达数百次的沟通交流，

收集汇总了研发单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

题、集中问题，及早指出后，可避免研发走

弯路、回头路。”药审中心首席审评员王涛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研发到哪，审

评就沟通到哪。电话会、书面反馈、邮件、

微信以及深入企业研发一线等多种方式，

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相关部门都会在 24

小时内回复企业的邮件和微信。

早期介入、全程沟通、研审联动……在

创新的机制体制保障下，新冠灭活疫苗产

品临床试验应急审批可在 24 小时内完成，

而这一过程正常情况下可能需要 60 个工

作日。

“一气呵成”建立
动物模型：“试金”疫
苗 助力领跑

“动物模型是在实验室里研制的新冠

‘病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

究所所长秦川教授总是用这句通俗的话来

解释人们不太熟悉的动物模型。

在疫苗的研发过程中，动物模型是名

副其实的“幕后英雄”，人们很难理解一只

小鼠、一只猴子为什么这么重要。疫苗研

制必须要经过动物模型这种实验室里特殊

的“动物病人”的检验，才能不断完善，动物

模型被誉为疫苗和药物临床试验前的“试

金石”。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医学

科 学 院 医 学 实 验 动 物 研 究 所 迅 速 反 应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启动动物生物安全三级

实验室，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病原敏感动

物分析、动物感染实验、比较医学分析等一

系列研究，几天后，2020 年 1 月 7 日，完成了

易感动物分析，紧急制定了实验方案，1 月

23 日获得病毒后立即进行动物感染实验，

经过系列指标分析后，分别于 1 月 29 日和 2

月 14日率先完成了转基因小鼠模型和恒河

猴模型共 2 种动物模型的构建，2 月 18 日通

过了科技部的鉴定，整个研制过程可以说

是“一气呵成”，而当时国际上还处于动物

模型实验构思的阶段。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于 1 月 23

日开始构建小鼠和恒河猴模型，其构建的

恒河猴模型于 2 月 18 日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实验动物研究所的恒河猴模型一起通过了

科技部鉴定，其小鼠模型于 3 月 21 日通过

了鉴定。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

所于 2 月 22 日开始构建恒河猴和食蟹猴模

型，并于 3 月 21 日经专家组鉴定评价，可用

于病原特性、致病机制、传播途径等研究，

以及药物和疫苗评价。

“这次疫苗研发之所以如此快，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我们用国际首屈一指的速度研

制了动物模型，加快了疫苗研发进程。之

所以能快速建立动物模型、完成疫苗的动

物模型评价，是依靠前期工作基础、人类疾

病动物模型研制专业团队的培养，以及这

次攻关的创新。”秦川说。

面对全新的病毒，动物模型的构建为

什么能“一气呵成”？秦川解释，“新冠病毒

易感动物的选择、病原检测试剂研发、病理

判断标准的确定等环节，都需要不断的探

索，也很可能失败，但由于我们自‘非典’以

来就培育了一支专业团队，历经 17 年传染

病动物模型攻关的积累，基于比较医学理

论技术体系创新，在第一时间就解决了这

些技术难题”。

相关资料显示，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实验动物研究所、香港大学及北京科兴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协同合作、共同完成的

“人类重大传染病动物模型体系的建立及

应用”项目获 2019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该项目建立了病原易感、免疫相关

的实验动物物种及基因工程动物品系 104

种，建立了重大传染病动物模型 95 种，并

建立了针对单一传染病的多物种动物模

型集成体系，完成了疫苗、药物评价技术

的标准化。

专业的国家队、快速的反应、深厚的积

累，使得中国动物模型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集结号”吹响时，没有丝毫耽搁，作为“先

锋队”第一时间完成冲锋。

动物模型的有力支撑，使得疫苗的临

床前动物实验能够如期快速启动、平行开

展，大幅缩短了疫苗进入临床所需要的时

间，为中国疫苗的研制工作“抢”出了时间。

5 月 6 日，《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科研团

队论文《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快速开发》，

这是在国际上最先公布的灭活疫苗有效性

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评价结果，它为国

际上动物模型研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

国际上疫苗研发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基础上，我国的动

物模型也为其他国家疫苗研发提供支撑，

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疫苗企业慕名而来，

开展中外疫苗合作，以国际疫苗研发解决

难题。

严格规范疫苗研
制全流程：程序不减
标准不降

“从毒株的优选一直到产品注册，大约

要经历十个流程，包括实验室研究中的制

苗、动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到临床上我

们进行人体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到规模

化生产的研究验证阶段，所有研究过程都

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范。”郑忠伟强调，

这些标准和规范，既保证了临床前研究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也保证了临床研究以及

生产环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内外对于疫苗的上市都有严格的法

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疫苗进入临床

试验之前必须完成药学研究、有效性研究和

安全性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说，对

于疫苗研发的每个环节，中国都有相应的技

术法规可循，这些法规和技术要求同 WHO

等国际上的标准一致，中国科学家正是按照

相关法规和技术要求，按科学规律办事，在

保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加快

疫苗研究应用。

以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前的临床审查

为例，1 月 8 日，由兽医、科研人员、管理人

员、公众代表组成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委

员会紧急审查了动物实验方案。由于动物

模型已经严阵以待，包括动物伦理审查在

内的前期准备工作皆已按相关技术法规完

成，疫苗研制链条迅速展开。此外，在临床

试验申请过程中，方案必须通过第三方伦

理委员会通过和国家药审临床专家认可，

方可开展。

“加快疫苗研制，前提是程序不减少，

标准不降低。在新冠疫苗实际的研发过

程中，标准甚至还会比以往高。”科兴控股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品牌与公共关系总监

刘沛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之所以快，是

因为研发过程把很多的以往串联的事改

成了并联，例如，以往的动物试验先做小

鼠再做大鼠，再到兔子、猴子，在小动物上

获得一些确定的数据，实验能够减少一些

可能性，再在大动物上做。现在算人民健

康账，要和病毒可能造成的危害抢时间，

就要同时把好几种可能性、不同的剂型剂

量、不同的免疫程序等，同时在所有动物

上 同 时 验 证 ，这 对 于 企 业 来 说 会 增 大 投

入，但能实现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提升

研制速度。

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腺病毒载体

疫苗研制不仅拥有“闪电战”的速度，而且

验证过程也步步扎实。卢姗介绍，疫苗研

发专班建立了日报制度，记录显示，陈薇院

士团队研发的全球首个进入临床试验的腺

病毒载体疫苗在安全性评价方面，对大鼠、

豚鼠、食蟹猴等动物开展了急毒、长毒、过

敏反应等试验。在疫苗的有效性评价方

面，该疫苗对小鼠、豚鼠、食蟹猴 3种动物开

展了免疫原性试验，注射疫苗不攻毒，以观

察疫苗的免疫原性，对小鼠、雪貂、恒河猴

开展了攻毒试验，验证疫苗的免疫效果。

得益于严谨的疫苗研发进程，我国疫

苗的临床试验结果均有良好表现。5 月 22

日，《柳叶刀》在线刊登陈薇院士团队Ⅰ期

临床试验结果，108 名受试者接种疫苗后均

产生了特异性抗体或细胞免疫反应，临床

试验证实该疫苗在健康成年人中具有良好

免疫原性和安全性，这是世界首个新冠疫

苗的人体临床数据。

6月 14日，科兴中维研制的新型冠状病

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Ⅰ/Ⅱ期临床研究揭

盲，初步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

性和免疫原性。报道显示，Ⅰ/Ⅱ期临床研

究受试者共 743人已全部完成接种，无严重

不良反应报告，全程免疫 14 天后中和抗体

阳转率均超过 90%。

6月 16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

制品研究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Ⅰ/

Ⅱ期临床试验揭盲，截至目前，Ⅰ/Ⅱ期临

床研究受试者共 1120 人，已全部完成 2 针

次接种。揭盲结果显示：疫苗接种后安全

性好、无一例严重不良反应。不同程序、不

同剂量接种后，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

度抗体，接种两剂（28天）后，中和抗体阳转

率达 100%。

在疫苗审评审批的关键环节，按照常

规流程，临床研究者要向国家药监部门提

出申请，提交一系列药效试验、动物试验等

数据和资料，经核发批件后方可进行临床

试验。临床样品必须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检定合格。“在目前的联防联控机制

下，相关部门的审评审批和生产环节联动

推进。”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评审部门严

格审批程序，开展了早期介入工作，进入研

发、试验的各个环节，给予建议和指导。例

如，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技术标准

部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审评中心

等实时跟进，同步指导和提供技术支持，确

保科研数据符合标准。

“对于申报资料准备充分，通过立项科

学性和可行性评议的疫苗申请，可提请特

别专家组进行评估和审核是否可纳入特别

审批程序。”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首席审评

员王涛表示，对新冠候选疫苗的审评审批，

必须做到既争分夺秒，又尊重科学、不降低

标准，保证临床前研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评价项目一个不少，充分保护受试者安全。

中国的新冠疫苗需经过严谨科学检

验，方可进入临床试验，这体现了对人民健

康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与能力。

造福人类命运共
同体：加强国际合作
奏出最美“和声”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WHO 在 4 月发

布名为“团结”的新冠疫苗国际随机临床试

验计划草案，希望动员全球力量，加快研

发、加快临床、加快寻找安全有效疫苗，加

快踏上正常生活回归之道。

在 6 月 7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外交

部副部长马朝旭再次明确表示：“中国高度

重视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已经参加 WHO 药

品和疫苗研发全球倡议，前不久同 WHO 共

同举办关于推进‘团结试验’疫苗研发计划

的视频会议。”

随着疫情蔓延，人们逐步意识到，有效

疫苗的研制仅凭一个国家很难实现，要大

力践行团结合作精神，就必须积极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6 月 11 日，WHO 总干事谭

德塞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疫苗应作

为 全 球 公 共 产 品 ，提 供 给 所 有 有 需 要 的

人。他同时呼吁各国领导人作出政治承

诺，采用相同的规程和准则研发新冠疫苗。

“加强国际合作，企业是主体。”卢姗

说，为了推进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科研攻关

组也在和不同的国际组织接洽，推动疫苗

研发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与国际接轨，这

为企业走出去在Ⅲ期临床开展国际合作奠

定了基础。”英博表示，他们曾在国际会议

上接到过公益组织的“橄榄枝”，但企业个

体进行对接还是相对困难。

“疫苗的跨国合作在实施过程中比较

复杂。”刘沛诚解释，中国疫苗走出去不是

简单的临床研究实施的过程，要考虑临床

研究所在地当前及后续疫情流行情况，也

要考量合作单位的临床研究的资质和经验

等诸多问题。

此外，国际合作要尊重所在国家的法

律和文化，尊重政府和人民的选择。为此，

相关部门曾多次组织在线研讨会议，邀请

相关国际组织的外国同行专家与中国的疫

苗研发团队交流。

相关疫苗研发合作计划正在稳步推

进。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5 月 18 日发布公

告称，该公司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团队）联

合开发的疫苗已获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开展

临床试验。6月 11日，中国科兴控股生物与

巴西布坦坦研究所宣布签署临床开发合作

协议，将该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候选

疫苗克尔来福的临床试验在巴西推进到临

床Ⅲ期……

6 月 7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面

对记者关于“中国如何像习近平主席承诺

的那样，使国产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

的提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回应：中国的

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希望在

卫生健康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

献。下一步，中国疫苗如果完成研制和临

床试验，在达到可以应用的时候，我们会

认真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

卫生大会上的承诺，把它作为公共产品向

全球提供。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国际领跑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国际领跑，，底气来自哪儿底气来自哪儿

深瞳工作室出品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